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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憲法規定，憲法規定事項有另定實施程序之必要者，以下列何者定之？
憲法增修條文 法律 法規命令 緊急命令

2 依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規定及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意旨，下列何者非屬憲法基本國策保障之實踐？
政府採購法規定得標廠商員工逾百者應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未進用者令繳代金
國家為保障視障者工作權，以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規定非視障者不得從事按摩業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規定原眷戶享有承購住宅、領取輔助購宅款等優惠
國家以法律強制已參加公、勞、農保之人員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3 關於基本國策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基本國策之規定，得作為訴訟上請求救濟之依據
指出國家應採行之政策及核心價值取向
可補充並強化憲法基本權利之內容
僅具有客觀規範之功能，國家並未因此負有給付義務

4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有關外國人受驅逐前之暫時收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暫時收容之處分，須經由法院為之
收容雖屬人身自由剝奪，惟與刑事羈押性質不同，毋須適用司法程序或其他正當法律程序
內政部移民署暫時收容期間不得逾 24 小時
受收容人於暫時收容期間對於暫時收容處分不服，內政部移民署應於 24 小時內將受收容人移送法院裁定

5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工作權與比例原則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地方自治團體對營業場所距離之限制，違反比例原則
以計程車駕駛犯罪為要件，吊扣其執業登記證、廢止其執業登記，仍合乎比例原則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限制曾犯恐嚇取財罪，經判決確定者，不准辦理計程車駕駛人執業登記，違反

比例原則
以外國學歷應牙醫師考試者，須在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完成臨床實作訓練之規定，合乎比例原則

6 有關結社自由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團體成立時之命名權及嗣後之更名權
結社自由保障人民參與或不參與結社團體之組成及相關事務
結社團體代表人或其他負責人產生方式之自主決定權，屬結社自由的保障範圍
主張共產主義或分裂國土之結社，不受結社自由之保障

7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有關訴訟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對原都市計畫作必要之變更，屬法規性質，縱直接限制一定區域內特定人之

權益，亦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教師因曠職登記、扣薪、年終成績考核留支原薪等學校具體措施，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時，

得依行政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等規定，向法院請求救濟
受羈押被告如認執行羈押機關對其所為之不利決定，逾越達成羈押目的，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權

利者，應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律師懲戒覆審委員會所為之決議，屬法院之終審裁判，並非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不得再行提起行政

爭訟
8 依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有關總統、副總統之彈劾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由行政院提出彈劾案，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應即解職
由監察院提出彈劾案，經全體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應即解職
由監察院提出彈劾案，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由立法院提出彈劾案，經憲法法庭判決成立，被彈劾人應即解職

9 依憲法第 107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專屬中央立法並執行之？
度量衡 國際貿易政策 涉外之財政經濟事項 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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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關行政院會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由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組織之
以合議方式作成決議，非首長制
得議決依法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事項，與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
行政院院長得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列席行政院會議

11 依司法院釋字第 735 號解釋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立法院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之處理方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信任案之表決，由全體委員以無記名投票表決
立法院得於臨時會中審議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未獲通過者，於同一會期內不得對同一行政院院長再提不信任案
不信任案應於報告事項進行前提出，經院會討論後，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12 依司法院釋字第 585 號，有關立法院調查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受憲法之保障者，仍得對其行使調查權
所欲調查之事項，必須與立法院行使其憲法所賦予之職權有重大關聯
應適當尊重屬於行政權本質上所具有之行政特權
不以向有關機關調閱文件原本之文件調閱權為限

13 關於司法院之組織與職權，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設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公務員懲戒事項
設立普通法院審理民、刑事訴訟案件
設立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審理公務人員權利救濟事項
設立行政法院審理行政訴訟案件

14 有關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條約違憲 法務部不得直接聲請釋憲
檢察官不得直接聲請釋憲 法官不得聲請釋憲

15 有關考試院院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為考試院會議主席 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
為維持文官中立，考試院院長不得加入任何政黨 任期 6 年

16 下列何項敘述並非來自憲法增修條文明文之規定？
國家應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
國家應對原住民族社會福利事業予以保障並促其發展
政府為保障原住民族之權益，得設置原住民族法院或法庭

17 有關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之劃設作業程序，下列何者錯誤？
劃設作業產生之爭議，應由部落組成劃設商議小組協調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劃設成果仍有書面審查權
應將劃設之成果提請部落會議，並以公共事項方式討論
須視需要通知毗鄰部落代表與會，經部落會議議決通過

18 依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意旨，針對政府採購得標廠商員工逾百者應進用一定比例原住民，未進用者令繳
代金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屬優惠性差別待遇，符合憲法平等原則 屬契約自由、私法自治，政府不應介入
違反憲法保障廠商財產權之意旨 違反憲法保障廠商營業自由之意旨

19 有關原住民族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拋棄之智慧創作專用權，歸於全民享有 智慧創作專用權依法得為強制執行標的
智慧創作專用權不得為讓與、設定質權 其收入不應納入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

20 有關共同參與或管理、利益分享機制，如發生爭議而未能解決時之處理方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利害關係人得請求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轉請有關機關協處
部落得請求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轉請地方調解委員會調解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為確保關係部落之權益得行使介入權
請求辦理同意事項之私人不得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尋求救濟

21 有關原住民族教育保障的措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公費留學應提供保障名額與學門，培育原住民族之人才
大專校院設立原住民專班者，並得編列預算酌予補助
各地方政府應建立常設性質之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原住民幼兒申請就讀公立或非營利幼兒園享有優先權

22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之規定，有關原住民族教育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呼應憲法規定政府應依照原住民之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教育之權利
轉型正義之考量無助原住民族教育推動，因為會陷入政治鬥爭
各級政府應確保原住民接受各級各類教育機會之均等
學校應運用校園空間推動原住民族及多元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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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何族尚非屬於中央政府法定承認的原住民族？
卡那卡那富族 拉阿魯哇族 西拉雅族 噶瑪蘭族

24 有關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金的經費來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在原住民族地區獵捕野生動物、採取礦石之營利行為
依政府採購法得標之廠商，進用原住民人數未達法定標準者
由中央政府循預算程序之撥款、住宅租售及相關業務收益款
政府於原住民族之土地從事土地開發、資源利用之營利所得

25 為獎勵原住民族傑出人才，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專門人才獎勵要點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原住民考取公費生者，無待申請即得獲得本獎勵金
因就讀碩士班而獲得深造教育獎勵者，僅得申請一次
因就讀博士班而獲得深造教育獎勵者，可多次申請以茲鼓勵
針對體育傑出人才之獎勵，凡獲得參賽資格者都可申請

26 對於原住民族教育之說明，下列何者錯誤？
大學應保障原住民族學生入學機會，必要時得占用一般生之錄取名額
公費留學應提供保障名額，以保障培育原住民族之人才
必要時得委託原住民族部落辦理之，以保障原住民學生學習權
教育主管機關得指定中小學辦理部分班級實驗教育

27 對於原住民族語言之發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依現行法令之規定，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保存與發展，涉及到歷史正義的實現
政府應辦理族語能力驗證制度，設置原住民語研究發展專責單位
辦理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不應再要求應考人通過前項驗證

28 有關原住民族部落與部落會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為促進原住民族權益保障，各直轄市、縣市均應設置部落會議
為尊重原住民族的集體人格權，部落會議得以私法人型態設置
原住民族之部落，經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者，為公法人
部落組織之辦法，由內政部諮詢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後定之

29 依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的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法施行三年後，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公費留學考試，應取得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
原住民族專責機關之公務人員若未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之認證者，每年應修習原住民族語言
政府捐助之原住民族電視製作之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課程，不得低於該機構總時數百分之六十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事項，應設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

30 依現行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小組的組成人員？
鄉（鎮、市、區）民意代表 由部落會議推派之部落代表
鄉（鎮、市、區）公所代表 由部落領袖推派之部落代表

31 有關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需要得採取森林產物之區域，為原住民族地區國有林地及公有林地
部落、原住民團體依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應向受理機關提案並經主管機關核准
原住民族採取森林主產物、人工種植之副產物，原則上應為有償，例外時依法得為無償
生活慣俗之需要，其範圍包括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或自用之營利行為與非營利行為

32 有關原住民族語老師之聘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專案方式聘用為原則 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
聘用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聘用辦法由地方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33 有關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該基金會之組織性質屬於行政法人 董事長、董事與監察人均為無給職
董事選任適用原住民族比例代表制 同一政黨之董事、監察人有其限制

34 有關原住民族之智慧創作與智慧創作專用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經認定為智慧創作，但不能認定屬於特定原住民族或部落者，應登記為全部原住民族
智慧創作專用權指智慧創作財產權及智慧創作人格權
智慧創作，應由主管機關建立登記簿，並予以公告之
智慧創作專用權，應保護 40 年，經申請者得展延之

35 有關原住民族依生活慣俗需要採取森林產物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採取原住民族地區公有林地之森林產物，應編具採取森林產物計畫提案書
屬臨時性之生活慣俗需求者，應向受理機關於預定採取之日 1 個月前報備
須檢附文件於預定採取之日 3 個月前，向森林產物所在地之受理機關提案
須檢附文件，含參加之原住民名冊、採取森林產物之自主管理機制或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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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From 1890s to 1940s, Taiwan was once a of Japan, so now Japanese-styled buildings can be found
throughout Taiwan.

company conqueror colony country
37 Certain fish are extremely and can even cause deaths if they are served on the dining table.

consistent diligent luxurious poisonous
38 Everyone can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and cope with conflicts efficiently in order to achieve

understanding.
brutal dietary mutual solitary

39 Humans wanted to mosquitoes with DDT, but it brought about more problems.
dominate contaminate eliminate determine

40 A skilled customer service team can sense an individual customer’s mood and needs, and adapt .
typically accordingly originally peculiarly

請依下文回答第 41 題至第 45 題：
The world is very different now. For man holds in his mortal hands the power to abolish all forms of human

poverty and all forms of human life. And yet the same revolutionary beliefs for 41 our forebears fought are still
at issue around the globe—the belief that the rights of man come not from the generosity of the state, 42 from the
hand of God.

We dare not forget today that we are the heirs of that first revolution. Let the word go forth from this time and
place, to friend and foe 43 , that the torch has been passed to a new generation of Americans—born in this
century, tempered by war, disciplined by a hard and bitter peace, proud of our ancient heritage, and unwilling to
witness or permit the slow undoing of those human rights to which this nation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and to
which we are committed today at home and around the world. Let every nation know, 44 it wishes us well or
ill, 45 we shall pay any price, bear any burden, meet any hardship, support any friend, oppose any foe, to assure
the survival and the success of liberty.
41 what which whom that
42 but because coming to come
43 along alike above around
44 whoever even whether though
45 where what which that
請依下文回答第 46 題至第 50 題：

“Meh,” a word which indicates a lack of interest or enthusiasm, became the latest addition to the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The word, which beats hundreds of other suggestions from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ll feature in the
30th-anniversary edition of the dictionary. Though the word apparently originates from North America, Collins said it
was now widely used on the Internet, and was increasingly heard in British spoken English.

The dictionary entry for “meh” will say it can be used as an interjection to indicate indifference or boredom, as an
adjective to describe something as boring or mediocre, or to show that an individual is apathetic or unimpressed.

The word was popularized by the U.S. comedy animation series “The Simpsons,” where characters Bart and Lisa
use it to express indifference when their father Homer suggests a day trip. It was submitted by Erin Whyte from
Nottingham, central England, and a panel of Collins language experts singled it out from the hundreds of other
submissions because of its frequency of use in modern English.

“This is a new exclamation from the U.S. that seems to have made its way into common speech over here,” said
Cormac McKeown, head of content at Collins Dictionaries. “It shows people are increasingly writing in a register
somewhere in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4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A New Word Added to the Dictionary . A Su rvey on Most Popular Words in English.
How English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 The Language Used on the Internet .

47 What is the word “meh” used to imply?
Dullness. Anger. Enthusiasm. Difference.

4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true about “meh”?
It was r ecommended by members of the public.
It will appear in the 30th -anniversary edition of the Collins Dictionary.
It was first used in British spoken English.
It became popular because of an animation series, “The Simpsons.”

49 Where did the word “meh” come from?
The Internet. Europe. Central England. North America.

5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submissions” in paragraph 3?
Frequencies. Suggestions. Exclamations. Additions.


